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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安路一号：你好，再见

履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杜欣

我们曾经以为明天很远， 直到我们站

在终点回头看， 终点不过是另一个起点。

潮来潮往， 人海浮沉， 好在未来还长， 我

们还有许多未完的时光， 去书写许多未完

的故事……

时光往复， 又到了凤凰花开放的季节，

夏天的风把许多缠绵的心绪织进柔柔细雨，

虽然知道分别就在眼前，但谁都不愿提起离

别二字。故事在一开始或许就设定了一个情

节，隐匿在故事的结尾，待故事结束，一切又

仿佛周而复始。曾经目送那些向远去不再回

首的背影，却不曾想过，有一天当自己要经

历故事结束、曲终人将散的时候，会不舍这

个见证我们少年蜕变的地方，会不舍那些陪

伴我们四年风雨的人。如果离别早就写在故

事的开始，一切都是注定，但又或许曲终未

必人散，有情自会相逢。我们仍要期待天长

水阔，来日方长。

或许在毕业到来之前，我们曾为会想过

过去与将来究竟意味着什么。未来这个词或

许是理想主义的，但是过去也未必都是残酷

的现实主义。那些我们曾嬉笑吵嚷、肆意挥

霍的时光， 想来也成为了我们最美好的回

忆。如果再给我们一次机会让我们重回到故

事的开始， 我们重又回到走进校门口的刹

那，我们还是会许下自己的壮志豪言：我要

一次过四六级，我要考完教师资格证，我要

拿一次奖学金……即使现实的美好仍在，但

如果让过去重来， 我们还是会不负初心，憧

憬未来，甚至会更加努力，让自己无悔时光

的飞逝。即使我们会悔恨自己虚度的很多青

春年华，但是回想起来，或许那些敢疯敢闹

的日子，也写下了青春无悔的留言。没有哆

啦A梦的时光机，我们无法告诉昨日的自己，

请珍惜你尚且可以肆意的时光，但是我们可

以警示明天的自己， 要更努力才对得起最

初的梦想。大学交给我们的，不是只有看上

去苦涩无味的知识，它是在给我们的未来，

铺一条光明的前途。

关于未来，我们或许有了千百条可以选

择的出路，千万种找到罗马的办法，但不管

是美好的憧憬还是深刻的现实，都像是一个

打怪升级的关卡，一次人生的升华。或者继

续求学深造，或者找到工作、离开校园，我们

都要终结四年的缓冲期，面对那些越来越成

熟的人和字眼， 长大或许是在一夜之间，但

它仿佛又不是，它教给我们的，是我们一路

捡拾到的鲜花与石子，也是未来即将面对的

诸多不易和艰辛。四年的时间，我们褪去了

青涩的外衣，披上了坚韧的铠甲，生活还是

在继续它的甜蜜与负担，但幸福从来都握在

我们自己的手中。努力不负青春、不负梦想，

更要不负最初的自己。

相聚还在昨天，离别却是眨眼。站在分

别的岔路口，我们有太多的舍与不舍，我们

还是怀念那个故事开始时的自己，但我们会

越来越喜欢这个在拼搏路上的人。

黄土亲，沟壑情

履文学院17文学本科1班

邹国丽

你听那阵阵的呜咽的风声，是西北风裹

挟着黄沙砾石袭卷而来的呼号。在这片生我

育我的黄土地上，凛冽的分和干爽的沙是他

的代名词， 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陕西娃，我

的家乡坐落在毛乌素沙漠的边缘， 地处西

北，田比邻“塞上江南”银川，是西北荒漠里

的一颗“明珠”。

说起陕西，大家的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关

键词肯定是古城西安、羊肉泡馍、油泼面、肉

夹馍。但是说起陕北，大家的第一印象应该

是窑洞、民歌、羊肉、羊肚肚手巾、腰鼓……

我的家乡是陕西榆林的一个小县城，相传是

诗人范仲淹平定西陲的时候亲自命名———

定边，意为“底定边疆”。作为一个陕北女娃

我觉得自己一直以来对家乡不够了解，直到

读了大学之后，每当有同学朋友问起来我的

家乡是哪里的，我才真切体会到什么叫“家

乡”“故乡”。

我想，于我而言，故乡像一位深藏心底

的旧人，从来不会想起，永远不会忘记，他是

有奔涌的黄河水亲吻的高原大地，也是支离

破碎的沟壑拼接起的壮阔山川，来到土美水

肥的山东平原几近一年半，我时常想念家乡

时默默吟一句“他乡树生似吾”可心里明白

自己心底的故乡独一无二的。

黄土高原在外人眼里或许是片荒芜丛

生的贫苦之地，可我生于斯长于斯，我深深

爱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和事物，我记得牛车

翻过黄土时的腥甜味，那是玉米、向日葵、马

铃薯生根发芽的气息；我也记得爷爷嘴里哼

着的那些婉转悠长的信天游。

说起家乡的人和事， 感受最深的当属

我们陕北人粗犷豪放的个性最为突出， 大

块吃肉， 大碗喝酒， 大声嬉笑怒骂， 在陕

北人的天性里豪放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因子，

或许在娇声细语的南方人眼里， 会把我们

叫嚷的笑闹声视为聒噪的喊叫， 是一种不

文明的行为举止， 可我们自己才明白， 在

广袤的黄土地上， 不管是人还是物， 就一

个字———野”。

陕北人的衣食住行都是十分具有特色

的， 比如我们家乡常见的一种建筑———窑

洞， 这是黄土高原上特有的民居， 具有十

分浓厚的中国民俗风情和乡土气息， 我的

家乡最常见的建筑在半山坡上的土窑洞。

窑洞是黄土高原的产物， 陕北地方劳动人

民的象征。 这是“穴居式” 居民的历史可

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 正是由于黄土层十

分深厚，有的厚达到几十公里，勤劳的陕北

汉子在黄土高原，这片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

上挥洒自己的汗水和智慧，才建造出这一孔

孔冬暖夏凉的绝妙建筑。

说到住， 就不得不提提故乡的“食”，

陕西美食一向以鲜香麻辣著名各色特产小

吃不计其数， 不得不提的首先是大块羊肉，

香味飘起， 越过千山万壑， 飘荡碧空蓝天，

汤汁鲜美清亮， 羊肉弹劲十足， 让人吃完

回味无穷， 口齿留香。 还有一道我们定边

的特产不可忽略， 那便是马铃薯， 或许它

对于其他地区的人们来说是样再平常不过

的菜品， 但却是故乡人眼里黄土里翻出的

“金豆豆”， 它虽然看起来不起眼， 浑身长

满了肚脐眼， 但你可别小瞧它， 它可以做

成许多美食哩！ 既可做主食也可做成菜，

炒着吃的洋芋条条菜， 炸熟调着吃的凉拌

条条菜， 不仅如此， 还可以加工成淀粉，

做粉条、 粉丝吃呢。 还有一样我酷爱的美

食， 是炉馍馍， 这是一种陕北婆姨特有的

美食智慧， 这是一种面食点心， 由层层面

皮包裹枣泥或糖馅， 是陕北人招亲待友的

桌上佳品， 深受故乡人的喜爱。 说起陕北

的美食， 我觉得自己任何文字都是显得贫

乏， 因为真是说不完， 道不尽， 除了以上

介绍到的三种美食外， 还有……

介绍完故乡的衣食住行就不得再细说

一下陕北的文化了，毕竟人不能只活于口腹

之欲，陕北的腰鼓、民歌、剪纸在我的故乡也

可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我曾参加过校里的

“腰鼓队”，了解到腰鼓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对

于陕北人的意义，当你用激情和矫健的身躯

舞动着系着红色飘带的鼓棒，用陕北人特有

的嗓音吼出一个个燃烧的生命！随着岁月的

流逝和时代的变迁，腰鼓渐渐成为一种纯粹

娱乐的工具，特别是每年春节，陕北地区的

劳动人民用打腰鼓的形式来欢庆丰收，增添

节目欢乐气氛。

介绍了这么多故乡的风土人情，我不得

不感叹一下自己的家乡真是人杰地灵的好

地方，勤劳、朴实的西北人，浓厚酿醇的西北

文化，无一不散发着闪亮的光芒，谁不道家

乡好，尽管看过了各地的锦绣山河，我依然

对遥远的家乡抱有“除却巫山不是云”的一

丝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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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季临近， 音舞学

院5月27日在音乐厅举办

了流行乐团专场音乐会，

“校园明星” 纷纷亮相，点

燃一个属于音乐人， 属于

枣院学子们的夜晚。

晚上七点， 在观众热

烈的掌声中音乐会正式开

始，由丽乐队带来的《辛德

瑞拉》爆炸开场，熟悉的旋

律使观众一起合唱； 说到

丽乐队， 作为本次汇演的

特邀乐队， 他们所弹唱的

《一生所爱》 霸气侧漏，独

特的烟嗓演绎出别样的雄

浑深情， 高音飙到振聋发

聩，全场沸腾。歌曲结尾处

王乐引入至尊宝与紫霞仙

子的对话， 以极富创造性

的口吻将其陈述， 达到了

独特的艺术效果。 演唱结

束后他们讲到：“我们是一

支年轻的乐队”，年轻的模

样， 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丽乐队通过自身的刻苦钻

研和勤奋训练， 其专业技

能和舞台表演能力得到极

大提高， 同时他们对音乐

与艺术舞台的追求也更加

坚定、执着。

崔正越作为今晚第六位登场的歌手， 以一

席黑色西装亮相，霸气又不失优雅，御姐范十足

的她还未开口就已惊艳全场， 面对现场的大众

听审，崔正越与张皓共同演唱的《红色高跟鞋》

及独唱《一万次悲伤》，全程由Bandz乐队伴奏。

没有过多花哨的技巧， 高亢的声线附和饱满的

情绪，满载穿透力和爆发力，情到浓时，直击人

心，展现出专业歌者的收敛自如。“燃乐队”的孙

鑫洋是一位准毕业生、 他以弹唱的方式演绎歌

曲《曾经的你》和《山海》，各种乐器一应俱全。歌

曲结束时他激动地喊出的“我们快要毕业了”饱

含了对未来旅途的期待和枣院的不舍。 热爱音

乐的他说道：“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限的，

但只有音乐是无限的。用心感受音乐，在音乐中

成长”。即将毕业的他将踏上新的征程，也许这

是最后一次站在枣院的舞台上， 他告诉师弟师

妹们“一定要记住刚迈入校园里对自己美好未

来的憧憬，把握好在校的学习生活”。

随后，一位“音乐魔法师”将晚会带入高潮。

丽乐队主音吉他手陈帅老师， 他曾经因为同伴

的鼓励和影响使他勇敢地坚持梦想， 怀揣着对

音乐的梦想与憧憬，坚持到现在。与生俱来的乐

感加上长期的音乐熏陶， 使其拥有过人的天赋

和悟性，那种深入骨髓的摇滚音乐感，无不让我

们的每一寸皮肤纹理都为之折服。 他挑战自己

的演唱极限，不仅连唱四首歌，汗流浃背，更是

将一首原就高亢的《悟空》再次升调改编。乐曲

中与众不同的表现形式达到空灵、 给人愉悦享

受的独特效果。 西游记主题曲伴奏的剪入与其

主题相得益彰， 惊人的音线令在场的观众连声

叫好。 接着他以唱弹跳的方式演唱了大家熟悉

的《海阔天空》， 在接近尾声时， 全体起立，向

“丽”乐队的敬业精神致敬。“

回首岁月变迁，枣院学子激情豪迈，踌躇满

志，将始终秉承着不忘初心的信念，以青春之我

为新时代建功立业！ （学生记者

刘海鑫

）

浅谈新时期如何加强稳定工作推进创建和谐企业

履枣庄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旅游汽车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

梁中奎

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 国有企业由

于自身存在的遗留问题， 对做好信访稳定工

作，企业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等。国有企业

要重视自身发展，关注政治大局，在国家推进

依法治国的形势下， 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

出发，把信访纳入法制化轨道，通过进一步转

变作风，深入群众，妥善处理职工矛盾，防止

群体性事件发生，维护稳定的政治环境，加快

和谐企业建设。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提高占位稳部署。 在工作中不光要把

维护稳定摆到重要议事日程， 还要把责任层

层划分，把敏感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强化“保

一方平安”的责任意识，不断提高广大干部发

现和处置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在

加大法制宣传教育、 公民道德素质教育和形

势教育力度的同时， 提高广大职工群众维护

稳定的意识，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制定可行的

稳定方案和应急预案， 抽取骨干力量建立工

作组，积极、稳妥、高效地把工作落到实处。

二拓展思路破难题。对于当前维稳问题，

要拓展思路，加大力度，克服守旧的陋习，对

管理中不符合发展新形势和市场经济发展要

求的条条框框进行改革，进一步规范程序，提

高效率。对一些“老大难”的问题，领导干部要

主动介入，落实责任，攻坚克难，采取有效手

段，防止问题扩大。通过健全群防群治机制，

发动群众，促进抓共管工作格局的全面形成。

三脚踏实地强作风。解决问题要看作风，

各级干部要身体力行，说实话、办实事、谋实

效，不做表面文章，密切联系群众，把做“功”

与做“事”结合起来，着力在思想、工作、纪律

作风上下功夫， 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和服务质

量，塑造作风过硬、敢打敢拼的干部队伍，用

实际行动实践上级提出稳定工作的要求。

四突出热点防源头。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

深化，国有企业存在较多问题隐患，企业员工

间的利益冲突变多。 要根据企业的情况抓住

影响稳定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做工作。在改革

过程中，影响稳定的社会矛盾纠纷不断增多，

新问题大量涌现。特别是离退休干部、8023部

队、对越反击战、抗美援朝复员军人、涉法信

访及退役士兵安置等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可

能对稳定造成冲击和影响， 所以一定要把这

些热点问题紧紧抓在手上， 积极主动采取措

施。 群体性事件是维护稳定工作面临的突出

问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群体性事件可能

多发，其事件的组织性、行为的对抗性和矛盾

的复杂性将更加明显， 预防和处置难度将进

一步加大。作为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一定

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进一步增强主动性，积极

研究预警、疏导、处置等应对措施，努力把问

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要做到“三早”，即早发

现、早控制、早解决，依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

工作，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维护稳定。

五坚持公正强监督。 在处理问题过程中

坚持“公正高效”的原则，不断完善监督机制、

考核体系，解决在落实政策、信访问题中存在

的不公、不廉、不文明等问题，真正做到立得

稳，行得正，经得住考验。要加强监督，保证落

实政策的一致性，坚持工作原则性，解决问题

不能图乱开口子，为以后的工作带来隐患。要

让职工人员得到尊重，解决问题有政策依据。

六热情服务显诚意。 思想政治工作者要

认识到自己的职责，从有利于企业经济发展、

干部群众生产生活出发， 在热情服务上下功

夫，真心为职工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接访过

程要热情大方、有理有节，做好上访者的思想

工作，认真扎实地处理存在的问题，开诚布公

地做上访人的知心人，让上访人相信企业、领

导，将信访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做到不包揽

问题，不扩大矛盾，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创

造稳定、和谐的局面。


